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110004 曾子宸 四縣 0110321 陳丹玲 四縣

0110008 劉宇航 四縣 0110322 楊秀蓮 四縣

0110076 韓佳芳 四縣 0110328 吳岳錡 四縣

0110078 謝佳勳 四縣 0110329 黃國倫 四縣

0110090 謝純美 四縣 0110337 連美慧 四縣

0110091 林賢亮 四縣 0110338 李肇文 四縣

0110098 鍾屘妹 四縣 0110344 錢鴻鈞 四縣

0110102 葉淑慧 四縣 0110346 何雲輝 四縣

0110119 游堯惠 四縣 0110381 楊琇惠 四縣

0110127 温子才 四縣 0110384 李泉祿 四縣

0110135 盧政宏 四縣 0110386 王鏡瑄 四縣

0110138 徐秋蓮 四縣 0110388 張玉香 四縣

0110144 彭賢清 四縣 0110389 徐碧珠 四縣

0110153 林易瑾 四縣 0110390 陳福松 四縣

0110173 嚴春茂 四縣 0110393 鄭瑞月 四縣

0110185 吳達中 四縣 0110394 李秀蓮 四縣

0110188 吳沛瀅 四縣 0110399 徐瑞蓮 四縣

0110189 劉芳妤 四縣 0110409 黃忠硯 四縣

0110200 尤筱茹 四縣 0110415 李佩樺 四縣

0110208 呂菊英 四縣 0110420 黃淑琴 四縣

0110211 張宇忻 四縣 0110422 李美貞 四縣

0110218 鍾佩竹 四縣 0110423 何雅芬 四縣

0110227 羅敏文 四縣 0110424 劉玉方 四縣

0110228 李貴嬌 四縣 0110430 簡嘉容 四縣

0110229 李夢花 四縣 0110448 陳柔安 四縣

0110231 吳千卉 四縣 0110451 張晏綾 四縣

0110232 邱于芳 四縣 0110459 李昀 四縣

0110246 謝國玄 四縣 0110484 曾佩敏 四縣

0110247 林詩容 四縣 0110485 徐瑋璟 四縣

0110250 饒維星 四縣 0110487 徐毓晶 四縣

0110253 劉家尹 四縣 0110494 蔡欣吟 四縣

0110254 莊上慧 四縣 0110532 羅金妹 四縣

0110255 江秋蓉 四縣 0110544 吳秋蓉 四縣

0110259 戴仁文 四縣 0110548 饒瑞鳳 四縣

0110263 黃月蘭 四縣 0110550 張錦櫻 四縣

0110270 林姿雅 四縣 0110551 郭桂雲 四縣

0110273 賴彥均 四縣 0110556 徐俊雄 四縣

0110276 劉倢伶 四縣 0110559 劉坤昌 四縣

0110277 江依亭 四縣 0110570 何晏綺 四縣

0110285 何維又 四縣 0110573 周如湘 四縣

0110287 吳文之 四縣 0110578 李福雄 四縣

0110312 吳冠穎 四縣 0110600 陳亭君 四縣

0110317 林芳玉 四縣 0110622 白婞嫈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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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110630 李正中 四縣 0310238 黃金利 四縣

0110656 徐祺楨 四縣 0310244 邱秀珠 四縣

0110659 林辰昱 四縣 0310252 熊惟甲 四縣

0110675 何震瑋 四縣 0310254 涂世宗 四縣

0210001 林金錢 四縣 0310261 涂碧霞 四縣

0210002 鍾月秋 四縣 0310265 葉宇貞 四縣

0210005 游品香 四縣 0310270 余麗櫻 四縣

0210018 葉定基 四縣 0310271 賴貴海 四縣

0210025 劉邦富 四縣 0310274 余秀珠 四縣

0310005 葉芷婕 四縣 0310279 張垂棋 四縣

0310007 劉美萍 四縣 0310284 謝彩鳳 四縣

0310012 湯佩雯 四縣 0310293 胡梅珍 四縣

0310017 鍾婷羽 四縣 0310297 張金珠 四縣

0310018 黃詩婷 四縣 0310301 尹國士 四縣

0310019 徐玉書 四縣 0310310 徐薇荃 四縣

0310024 葉春荷 四縣 0310312 呂秋月 四縣

0310029 吳佳玲 四縣 0310313 謝銘壽 四縣

0310034 徐仁甫 四縣 0310317 謝勝榮 四縣

0310042 邱秀婷 四縣 0310335 黃美玉 四縣

0310063 陳霈姍 四縣 0310339 傅蜀媛 四縣

0310071 葉美玲 四縣 0310341 陳盈如 四縣

0310077 劉鎮瑋 四縣 0310352 邱郁蓁 四縣

0310092 陳旭枝 四縣 0310359 徐春梅 四縣

0310121 滕巧琪 四縣 0310369 方敏晏 四縣

0310124 傅碧景 四縣 0310377 楊庭宜 四縣

0310133 黃承泰 四縣 0310381 黃郁雯 四縣

0310143 徐珮珊 四縣 0310385 龍玉燕 四縣

0310146 徐昱鈞 四縣 0310394 黃愛華 四縣

0310184 張秀姬 四縣 0310396 呂紹廷 四縣

0310186 彭筑茵 四縣 0310399 涂貴珍 四縣

0310187 湯玉芬 四縣 0310405 葉麗君 四縣

0310193 林美桂 四縣 0310407 羅必鉦 四縣

0310194 鄧慧禎 四縣 0310419 徐惠嫃 四縣

0310197 陳仙青 四縣 0310422 徐瑞琴 四縣

0310198 楊雯茹 四縣 0310433 賴育貞 四縣

0310200 朱珮嫻 四縣 0310440 涂勝勇 四縣

0310201 申佩玲 四縣 0310441 鍾如瑾 四縣

0310205 劉秀玲 四縣 0310448 陳韻文 四縣

0310209 林錦生 四縣 0310450 朱明蕙 四縣

0310216 黎雲淼 四縣 0310451 游麗菁 四縣

0310218 張巧君 四縣 0310453 李薇 四縣

0310233 鍾選銀 四縣 0310458 陳蕙錚 四縣

0310236 葉倫嵩 四縣 0310460 涂晏瑄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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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0470 陳佳君 四縣 0410119 謝佩芯 四縣

0310472 徐培珉 四縣 0410121 胡月芬 四縣

0310476 劉興國 四縣 0410132 劉慧敏 四縣

0310477 徐興發 四縣 0410133 潘美玲 四縣

0310478 王品睿 四縣 0410139 賴貴珍 四縣

0310480 陳菊竹 四縣 0410141 陳美燕 四縣

0310488 楊國蘭 四縣 0410143 葉季庭 四縣

0310503 徐維君 四縣 0410146 林宜嫺 四縣

0310506 黃琪茵 四縣 0410147 陳鑀枚 四縣

0310507 賴惠琳 四縣 0410148 鍾月娥 四縣

0310509 傅貴誼 四縣 0410152 劉瑞爐 四縣

0310525 邱美玉 四縣 0410160 倪盛喜 四縣

0310536 傅秋鳳 四縣 0410169 羅美禎 四縣

0310544 宋蘋芳 四縣 0410170 古靖瑜 四縣

0310549 林秀甘 四縣 0410180 羅時添 四縣

0310551 賴相宏 四縣 0510011 徐如慧 四縣

0310561 呂金菊 四縣 0510037 劉柔秀 四縣

0310563 劉美嫻 四縣 0510039 陳宜蘋 四縣

0310573 袁文華 四縣 0510120 林文淑 四縣

0310585 宋思慧 四縣 0510147 張欣穎 四縣

0310594 徐麗雲 四縣 0510162 李軒 四縣

0310596 徐淑華 四縣 0510166 楊朝淇 四縣

0310597 鍾少庭 四縣 0510174 鄧郁潔 四縣

0310600 李宜樺 四縣 0510183 張明珠 四縣

0310606 謝艾倫 四縣 0510184 郭佳琪 四縣

0410013 鄭玉芳 四縣 0510186 黃麗璇 四縣

0410022 張育翔 四縣 0510187 謝靚儀 四縣

0410051 黃清正 四縣 0510194 魏賢坤 四縣

0410053 朱運連 四縣 0510201 羅彗綾 四縣

0410083 温葵英 四縣 0510202 郭玉雲 四縣

0410084 徐秀娟 四縣 0510211 彭敏鳳 四縣

0410088 葉聖方 四縣 0510299 謝欣宜 四縣

0410094 林逸琇 四縣 0510310 謝秀均 四縣

0410097 黃正光 四縣 0510343 賴加錡 四縣

0410100 湯美玉 四縣 0510348 陳怡文 四縣

0410101 謝發漣 四縣 0510358 黃峻亮 四縣

0410103 李瑞剛 四縣 0510366 劉芯廷 四縣

0410104 利靜婷 四縣 0510391 湯子進 四縣

0410105 葉秋美 四縣 0510445 魏浚淞 四縣

0410107 黃秀珍 四縣 0510453 魏鳳娥 四縣

0410110 吳沛臻 四縣 0510455 黃穎楨 四縣

0410112 邱碧蓮 四縣 0510456 傅淑琴 四縣

0410114 王瑞璟 四縣 0510457 羅興隆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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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0460 邱永良 四縣 0510931 羅政銘 四縣

0510472 温筑琹 四縣 0510948 張旭英 四縣

0510473 徐桂媚 四縣 0510951 江忠達 四縣

0510480 林郁晴 四縣 0510960 梁碧蘭 四縣

0510485 邱紫容 四縣 0510974 張文娟 四縣

0510486 詹昭寶 四縣 0510996 楊淳如 四縣

0510489 謝欣秀 四縣 0511018 張嘉妘 四縣

0510491 鄧志剛 四縣 0511024 羅靜怡 四縣

0510497 彭欽梅 四縣 0511044 傅昱翔 四縣

0510502 徐珮娟 四縣 0511063 張倚蓉 四縣

0510508 劉桂珍 四縣 0511071 羅慧真 四縣

0510513 馮宜慧 四縣 0511072 傅詩婷 四縣

0510514 陳麗妃 四縣 0511086 邱信翔 四縣

0510516 邱月榮 四縣 0511115 賴萱和 四縣

0510517 蔡玉惠 四縣 0511117 陳清仙 四縣

0510518 吳秀竹 四縣 0511124 林瑞敏 四縣

0510519 張律淳 四縣 0511125 彭馨慧 四縣

0510532 徐淑娥 四縣 0511180 葉燕芬 四縣

0510540 張明松 四縣 0511182 葉燕琪 四縣

0510543 江秋昭 四縣 0511186 黃欽發 四縣

0510587 吳佳玲 四縣 0511200 陳海鵬 四縣

0510639 范若瑜 四縣 0511202 蔡文章 四縣

0510675 胡慧君 四縣 0511206 利偉民 四縣

0510680 賴玫卿 四縣 0511207 羅枝新 四縣

0510739 劉琨祥 四縣 0511209 徐藝芝 四縣

0510750 劉姵彣 四縣 0511220 楊絡竹 四縣

0510753 謝承安 四縣 0511221 廖巧逢 四縣

0510759 羅冠翔 四縣 0511229 羅秀雲 四縣

0510764 劉采晴 四縣 0511244 曾承威 四縣

0510785 李念諮 四縣 0511245 曾郁茹 四縣

0510788 魏郁純 四縣 0511255 林秀珍 四縣

0510803 謝佳玲 四縣 0511285 蘇閔榛 四縣

0510811 吳詩淳 四縣 0610032 楊雯淇 四縣

0510833 徐千淑 四縣 0610038 陳姵如 四縣

0510873 陳月嬌 四縣 0610048 劉彥君 四縣

0510874 陳秀琴 四縣 0610071 賴欣愉 四縣

0510875 胡祺梓 四縣 0610072 林佳玲 四縣

0510876 范和妹 四縣 0610073 李怡芳 四縣

0510897 徐曉威 四縣 0610081 何玉斐 四縣

0510900 李燕珍 四縣 0610097 吳德棋 四縣

0510906 陳冠翔 四縣 0610100 黃秋金 四縣

0510917 吳柏瑋 四縣 0610105 黃秀妍 四縣

0510922 謝發祐 四縣 0610107 鄧麗蓮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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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0109 謝聿蓁 四縣 1210071 張筑鈞 四縣

0610115 于春芳 四縣 1210074 謝榮昌 四縣

0610118 唐翊雯 四縣 1210079 鄧瑞輝 四縣

0610123 張美華 四縣 1210095 張靖怡 四縣

0610127 林建志 四縣 1210110 翁勻倩 四縣

0610137 傅聖翔 四縣 1210123 涂秀金 四縣

0610142 羅方辰 四縣 1210143 林智祥 四縣

0610155 古幼華 四縣 1210148 賴瑞香 四縣

0610157 羅家安 四縣 1210154 羅秀蓮 四縣

0610165 徐青勝 四縣 1210170 陳金虹 四縣

0610170 林芸葒 四縣 1210200 曾芹慧 四縣

0610171 林琪英 四縣 1210234 張煥然 四縣

0610172 林芸萱 四縣 1210235 蘇耕役 四縣

0610173 吳秋櫻 四縣 1210240 劉慧娟 四縣

0610223 徐千皓 四縣 1210242 張競月 四縣

0610228 呂佳恩 四縣 1210256 徐瑜珮 四縣

0610230 李春緣 四縣 1210259 溫怡文 四縣

0610232 賴奕錡 四縣 1210267 吳汶英 四縣

0610234 李志清 四縣 1210271 徐麗英 四縣

0710015 張佩棋 四縣 1210326 丘玉容 四縣

0710019 葉姵均 四縣 1210332 羅倩英 四縣

0710021 張秋貴 四縣 1210356 李冠民 四縣

0710027 吳瑞琪 四縣 1210410 謝沛潔 四縣

0710035 戴心屏 四縣 1210411 邱妍毓 四縣

0810035 朱玉花 四縣 1210415 周昱 四縣

0810037 林小紅 四縣 1210465 張僑云 四縣

0810049 鍾彩婷 四縣 1210553 邱麗珠 四縣

1010015 劉家佁 四縣 1210556 林年進 四縣

1110006 黃琝淩 四縣 1210558 林滕枋 四縣

1110008 陳劉秀淑 四縣 1210565 楊富蓉 四縣

1110020 吳軒宇 四縣 1210581 林奕辰 四縣

1110021 鄧雅婷 四縣 1210589 羅桂美 四縣

1110023 傅竑傑 四縣 1210603 溫琬婷 四縣

1110026 蘇清棧 四縣 1210618 徐蘭英 四縣

1110052 徐瑞鴻 四縣 1310005 陳以軒 四縣

1110057 劉彥君 四縣 1310044 廖婞汝 四縣

1110074 楊淳惠 四縣 1310060 張雅雯 四縣

1110092 宋松江 四縣 1310079 楊曉雯 四縣

1110094 鍾金龍 四縣 1310099 劉筱君 四縣

1210004 林子琦 四縣 1310102 李文欣 四縣

1210009 黃輔君 四縣 1310103 劉紹龍 四縣

1210015 葉清秀 四縣 1310112 鍾靜芳 四縣

1210070 鍾秀梅 四縣 1310131 楊舜雯 四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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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157 林京翰 四縣 1310679 邱士屏 四縣

1310171 鍾友倫 四縣 1310689 吳家儀 四縣

1310177 林君瑋 四縣 1310694 陳郁雯 四縣

1310193 林育慧 四縣 1310695 鍾意琴 四縣

1310203 楊芩甄 四縣 1310699 胡秀錦 四縣

1310213 陳詠翔 四縣 1310716 曾廷蓉 四縣

1310253 翁巧凡 四縣 1310721 李慧玲 四縣

1310257 潘靜如 四縣 1310782 彭賢國 四縣

1310264 林辰美 四縣 1310783 陳怜君 四縣

1310291 邱秀芳 四縣 1310784 廖玉慧 四縣

1310310 謝旻均 四縣 1410001 林欣瑩 四縣

1310328 邱嬿珊 四縣 1410006 林泓芊 四縣

1310329 曾子歡 四縣 1410007 陳彥伶 四縣

1310332 林葳 四縣 1410011 黃曉雯 四縣

1310337 張菊玲 四縣 1410012 劉光鶯 四縣

1310340 張美樺 四縣 1410029 陳春美 四縣

1310356 林佑璟 四縣 1410048 林汶平 四縣

1310362 許瑞兒 四縣 1410055 曾慧珠 四縣

1310365 張競中 四縣 1410078 賴姸寧 四縣

1310435 李萍 四縣 1410081 陳瑞琴 四縣

1310462 李明秀 四縣 1410085 陳富興 四縣

1310483 蔡沛伶 四縣 1410102 張芳蓉 四縣

1310487 林廣文 四縣 1410106 羅鳳圓 四縣

1310494 李玉川 四縣 1510037 彭于芳 四縣

1310506 張鳳貞 四縣 1510040 林少珍 四縣

1310508 賴煒靜 四縣 1510049 涂秀琴 四縣

1310519 鍾明興 四縣

1310533 李華蘭 四縣

1310539 李孟憲 四縣

1310541 邱馨瑩 四縣

1310554 賴裕勝 四縣

1310591 鄧瑞圓 四縣

1310595 卜乙芳 四縣

1310601 邱芬凌 四縣

1310606 曾琲 四縣

1310610 張君瑜 四縣

1310631 周詮恩 四縣

1310632 李晶緹 四縣

1310635 詹玄鳳 四縣

1310638 李得通 四縣

1310659 嚴少宏 四縣

1310662 黃千祐 四縣

1310668 傅虹靜 四縣

10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120011 古佳慈 海陸 0320067 劉瑞芳 海陸

0120028 陳招治 海陸 0320079 徐瑞芳 海陸

0120029 葉春蘭 海陸 0320106 徐雅萍 海陸

0120030 孫美蘭 海陸 0320109 楊文森 海陸

0120036 彭泉廣 海陸 0320113 許翹庭 海陸

0120037 林美萍 海陸 0320115 溫育華 海陸

0120043 温芝瑩 海陸 0320118 古重頡 海陸

0120049 鄧盡妹 海陸 0320123 林秀鳳 海陸

0120054 吳繡雲 海陸 0320139 張瑞菊 海陸

0120057 王德馨 海陸 0320141 陳志豪 海陸

0120059 許玉華 海陸 0320145 羅月修 海陸

0120063 黃振松 海陸 0320170 廖茹萍 海陸

0120068 蘇振杰 海陸 0320201 鄧煥彩 海陸

0120069 陳南光 海陸 0320203 周杏芳 海陸

0120071 陳煒皓 海陸 0320206 鄧秀琴 海陸

0120081 張竹英 海陸 0320210 葉敏瑛 海陸

0120087 葉怡君 海陸 0320214 游惠珍 海陸

0120094 范玉瑩 海陸 0320215 曾常亮 海陸

0120095 劉增灶 海陸 0320218 呂春嬌 海陸

0120096 謝智鑑 海陸 0320220 邱容 海陸

0120100 吳麗玲 海陸 0320221 林瑜禎 海陸

0120114 盧淑芫 海陸 0320226 許月梅 海陸

0120131 藍惠容 海陸 0320227 陳淑芳 海陸

0120132 藍優美 海陸 0320228 余徐秀連 海陸

0120136 葉秀屏 海陸 0320229 黃春景 海陸

0120140 張立洸 海陸 0320230 何明安 海陸

0120142 張瑞壬 海陸 0320237 李秀鳳 海陸

0120145 范揚港 海陸 0320238 陳素華 海陸

0120146 向春桃 海陸 0320244 廖玉惠 海陸

0120153 彭靖如 海陸 0320254 譚錦鴻 海陸

0120154 張桂華 海陸 0320264 林瑞娥 海陸

0120155 彭雅惠 海陸 0320265 高鳳鮮 海陸

0120159 劉秀鳳 海陸 0320266 魏金秀 海陸

0120161 江孟良 海陸 0420020 張貿盛 海陸

0220001 劉秀洲 海陸 0420033 林鼎偉 海陸

0320015 彭琬珺 海陸 0420056 彭嘉琪 海陸

0320016 蘇美蓮 海陸 0420058 陳麗卿 海陸

0320029 吳瑞珍 海陸 0420082 黃嘉雯 海陸

0320038 姜凱淇 海陸 0420106 戴偉倫 海陸

0320047 葉治挺 海陸 0420129 邱瑞燥 海陸

0320053 徐琬庭 海陸 0420139 黎育均 海陸

0320063 何秀玉 海陸 0420154 蔡明育 海陸

0320066 黃冠綾 海陸 0420159 莊秀蘭 海陸

10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420173 廖婉婷 海陸 0420378 劉文育 海陸

0420174 陳振強 海陸 0420388 賴保舜 海陸

0420192 黃守杞 海陸 0420394 巫怡緯 海陸

0420193 劉玉惠 海陸 0420405 高浚瑋 海陸

0420194 謝鈺灵 海陸 0420408 涂惠美 海陸

0420197 鄭春娥 海陸 0420424 田雲熙 海陸

0420201 梁文鎮 海陸 0420426 劉素鳳 海陸

0420203 葉淑娟 海陸 0420432 彭靜渝 海陸

0420204 郭炫鋒 海陸 0420433 倪運源 海陸

0420209 陳家炎 海陸 0420434 劉素珠 海陸

0420211 張丞璇 海陸 0420438 葉雪珍 海陸

0420212 劉淑靜 海陸 0420439 彭作興 海陸

0420216 黃舒榆 海陸 0420449 何秀珍 海陸

0420219 徐靖鈞 海陸 0420459 邱玉玲 海陸

0420220 邱秀珠 海陸 0420460 陳惠玲 海陸

0420230 黃淩偵 海陸 0420493 吳歆怡 海陸

0420233 陳美君 海陸 0420498 田捷文 海陸

0420237 邱素雲 海陸 0420500 曾湘郁 海陸

0420238 李欣怡 海陸 0420510 何珮麒 海陸

0420239 王希之 海陸 0420511 許育瑄 海陸

0420240 彭企加 海陸 0420512 彭瑞春 海陸

0420243 蔡啓輝 海陸 0420513 黃美珠 海陸

0420247 彭郁惠 海陸 0420514 鄧珮玟 海陸

0420267 鍾秀春 海陸 0420516 吳慧雪 海陸

0420276 吳鳳珠 海陸 0420520 沈竹安 海陸

0420286 林蔚君 海陸 0420522 范婕珊 海陸

0420290 王月香 海陸 0420532 徐瑞蘭 海陸

0420313 范瑞耘 海陸 0420542 謝嘉玲 海陸

0420320 吳俐葶 海陸 0420548 張淑鄉 海陸

0420324 林君婷 海陸 0420555 唐芝英 海陸

0420326 洪福鈞 海陸 0420556 劉大舜 海陸

0420337 鄭皓瑋 海陸 0420561 吳慶海 海陸

0420338 陳琬珠 海陸 0420563 張美蓮 海陸

0420349 周盈佑 海陸 0420574 黃笠珉 海陸

0420354 謝曉慧 海陸 0420576 邱煒倫 海陸

0420362 李青怡 海陸 0420585 蕭玉華 海陸

0420365 曾彩媛 海陸 0420590 謝語真 海陸

0420367 何啟金 海陸 0520006 宋宛蓁 海陸

0420369 曾德明 海陸 0520017 劉秋妙 海陸

0420370 葉惠貞 海陸 0520022 萬家通 海陸

0420372 謝佩君 海陸 0520024 黎育叡 海陸

0420373 溫玉吉 海陸 0520025 范振銘 海陸

0420376 葉彭鈞 海陸 0520026 吳珊慧 海陸

10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520034 陳怡伶 海陸

0620017 羅鳳蘭 海陸

0620020 張晋源 海陸

0820002 徐秋菊 海陸

0820009 劉政勳 海陸

1020007 黃秀甄 海陸

1120009 鍾素貞 海陸

1120010 温千儀 海陸

1120016 魏梅芳 海陸

1220001 傅秀菊 海陸

1220017 林謝葉妹 海陸

1320006 劉春枝 海陸

1420013 楊小風 海陸

1420033 黎又華 海陸

1420046 李婕婷 海陸

1420048 邱金桃 海陸

1420054 詹秀葱 海陸

1420055 楊苑莛 海陸

1420060 温琇苓 海陸

1520001 張月鳳 海陸

10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130002 郭珮芸 大埔 0630352 古蕙華 大埔

0130003 劉法蓉 大埔 0630355 鍾玉玲 大埔

0130007 黃智昌 大埔 0630359 鄧祏頭 大埔

0130010 劉石平 大埔 0630365 傅江秀金 大埔

0130011 羅惠珍 大埔 0630369 劉勝榮 大埔

0430002 陳鳳嬌 大埔 0630373 李雪玲 大埔

0430003 管千秀 大埔 0630378 劉瑞圓 大埔

0630003 張慶詠 大埔 0630386 劉玟昀 大埔

0630004 古里秀 大埔 0830003 朱美貞 大埔

0630011 羅宏彪 大埔

0630020 徐銀珍 大埔

0630028 孫木郎 大埔

0630029 徐文姿 大埔

0630040 吳碧珠 大埔

0630043 余錦玉 大埔

0630044 葉銘琪 大埔

0630046 吳瑞麗 大埔

0630054 徐欣瑜 大埔

0630065 邱郁庭 大埔

0630086 古珮萱 大埔

0630088 黎侑宣 大埔

0630090 劉宛亭 大埔

0630096 劉玉玲 大埔

0630113 張琇惠 大埔

0630118 謝羽萱 大埔

0630145 陳梓嫺 大埔

0630149 黃子虹 大埔

0630150 黃兪銘 大埔

0630168 鄧其安 大埔

0630169 吳孟宣 大埔

0630184 巫芷柔 大埔

0630240 廖素蘭 大埔

0630241 林禹涵 大埔

0630242 林禹喬 大埔

0630266 詹昀燃 大埔

0630271 李碧雲 大埔

0630272 張美玲 大埔

0630287 徐孟微 大埔

0630289 林育洲 大埔

0630312 謝欣紜 大埔

0630314 邱妤姿 大埔

0630325 邱組寧 大埔

0630339 陳儀珊 大埔

10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140001 魏新仲 饒平

0440001 林礽濤 饒平

0440004 林應興 饒平

0640002 鄒媋敏 饒平

10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准考證號碼 姓名 腔調

0150007 廖于瑄 詔安

0350001 翁美珠 詔安

0350002 王泰祥 詔安

0350006 李怡靜 詔安

0450001 江瑞珠 詔安

0650001 徐維廉 詔安

0850001 王萬双 詔安

0950003 廖珮岑 詔安

0950032 宋珮瑜 詔安

103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中高級)合格名單




